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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

成效，离不开广大白衣战

士的英勇奋战。 4 月 1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我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五十一场新闻发布会，

邀请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代表回答记者提问，

讲述在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一线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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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亚娟

4月 14日，支援湖北归来的濮
阳 16名医疗队队员结束了隔离休
养，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个曾让全
国网友关注的网红宝宝佑华，也终
于等到了迟来72天的爸爸的拥抱。

2月 2日，濮阳中医院医生王海
明出征湖北，次日他的二胎儿子出
生。为了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的胜利，王海明暂时放下小家的责
任，同万千白衣战士一起扛起了湖
北抗疫的重担。他的故事引来众多
关注和点赞，二胎宝宝也成为全国
网友热心“云”起名的对象。最后，
王海明和妻子结合网友建议，给小
儿子取名“佑华”，希望天佑中华，愿
疫情早日散去。

4月 14日回家之前，王海明曾
无数次设想与小佑华见面的场景，

他心中满怀期待：“如果小佑华睡着
了，我就站在旁边好好看着他；如果
他没有睡，那我要好好抱抱他……”

当天上午，王海明手捧鲜花，带
着热心市民为小佑华手缝的小布
鞋，在医院领导的陪同和护送下，和
队友踏上了幸福的回家之路。

在他所住的单元楼下，妻子和
大儿子早已望眼欲穿。四五岁的大
儿子一看到爸爸的身影，立刻就扑
了上来。“爸爸，爸爸……”孩子还不
会用更多言语表达思念，但一句深
情的呼唤，一抹眼角闪烁的泪花，就
足以让爸爸和妈妈潸然泪下。

终于到家了！王海明先给辛苦
操劳的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
一眼就看到了躺在沙发上的小儿子
佑华。已出生 72天，却还未与父亲
真正见过面的小宝贝，好像正在等
待爸爸的归来，欢快地躺在沙发上
玩耍。

放下行李的王海明，眼中已是
笑意盈盈。他轻轻走到小佑华的面
前，又轻轻伏身蹲下，终于牵到了那
双胖嘟嘟的小手：“佑华，爸爸回来
了，爸爸终于见到你了！”

听着一声声呼唤，沐浴着深情
的目光，小佑华似乎读懂了爸爸的
付出与爱意，他黑宝石般明亮的眼
睛紧紧跟着爸爸转动。终于等到迟
来 72天拥抱的他，躺在爸爸的臂弯
里，甜甜地笑了。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12日，
河南新能源发电首次突破千万千瓦
大关，达1048万千瓦，占全网用电负
荷30.3%，占全网总发电39.0%。

“我省通过持续加强电网配套工
程建设，优化电力运行调度，确保全
省无弃风弃光现象发生，保障了新能
源发电的及时并网和全额消纳，助推
全省新能源实现了跃升式增长，有力
助推了新能源快速发展和全省能源
结构优化。”4月 14日，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新能源已经成为省内煤电之外
的第二大电源。截至 3月底，河南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占全省电源总

装机容量19.8%，较去年同期上升2.5
个百分点。近三年，省内新能源装机
容量增长 3.8 倍，新能源发电量增长
5.6倍，折合减少电煤消耗 1800余万
吨，减少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
类污染物排放共7400余吨。

“十四五”期间，河南新能源将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国网河南电
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运行、
消纳等全过程管理，深化储能等新
技术应用，重点加强省内新能源集
中地区电网外送输电通道建设，推
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确保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及时并网和全额消
纳。③4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4月 14
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我省坚持疫情防
控和国土绿化两手抓、两不误，截至4
月 13日，今年全省已完成新造林面
积 350.4 万亩，超过计划任务 289万
亩的21%。

春节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全省国土绿化工作受到一定影
响。我省各地抓住有限的造林时节，
精心组织，科学调度，采取分散作业、
分区域栽植、分批次进场、专业队机
械栽植等方式加快进度，国土绿化提
速行动快速推进。

分区域看，南阳市、信阳市、洛
阳市、新乡市造林面积均超过 30万
亩，在全省排名前四位。其中，紧邻
湖北的信阳市，在疫情防控形势十
分 严 峻 的 情 况 下 ，已 完 成 新 造 林
36.1 万亩，超额完成 33.1 万亩的年

度造林任务，工作重点已转移到新
造苗木管护上来。

生态廊道建设是我省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的重中之重。在 350.4 万
亩造林面积中，65.9 万亩为廊道绿
化。3月 12日我省沿黄生态廊道示
范工程集中开工暨全省春季义务植
树活动后，郑州、开封、洛阳、新乡、
三门峡、焦作、安阳、濮阳 8个省辖市
和济源示范区迅速启动沿黄生态廊
道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新造林 6.9
万亩。

记者走访发现，森林城市创建正
成为全省上下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的强有力抓手。继去年 15 个县
（市）荣膺全省首批省级森林城市后，
泌阳县、巩义市、长垣市等 32 个县
（市）正在强力推进省级森林城市创
建。③9

今年我省已造林350.4万亩
超过计划造林任务21%

河南新能源发电突破千万千瓦
@网红宝宝小佑华
前线的爸爸回来啦

火速集结 高效运转

34天战斗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
累计管理患者 402人，其中治愈出院
267 人，分类转出 135 人……这是河
南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骄人战
绩。医疗队队长、省卫健委药物政策
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孙威回忆说，2
月 15日上午，接到命令后，医疗队仅
用 4个小时在郑州紧急集合，12小时
冒雪到达武汉。

这支由来自3个省辖市、20个单位
的105名队员组成的队伍，如何快速融
合、形成战斗力，确保零感染、打胜仗？

“我们的做法是将党支部建在火线，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孙威说，抵
达武汉后，他们迅速成立了第八批医疗
队临时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3个党
员突击队；成立3个医疗小组、1个感染
管理小组、10个护理小组，实现组织高
效运转。“各小组组长都是党员，做抽血
咽拭子等最危险工作的也都是党员。
正是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才
让医疗队圆满完成了救援任务。”

强忍着父亲去世的巨大悲痛，顽
强坚守在抗疫一线，郑大一附院副院
长赵松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他率领
的河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暨河
南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累计收治患

者 523人，治愈出院患者 401人。“我
们成为入舱时间最长、分管区域最大、
分管床位最多、收治病人最多、病历书
写质量最优的医疗队，实现了患者‘零
死亡、零回头’、全体医疗队员‘零感
染’的目标。”赵松说。

医患之间有大爱

河南省肿瘤医院医学影像科主管
技师刘文涛率领的河南省第十三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是一支由30名影像技
师组成的医疗队，他们接手了武汉4家
方舱医院的CT设备检查和操作任务。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负责后勤保
障的武汉市民用心照顾河南医疗队队
员的生活，想办法购买了两箱热干面
调节队员们的饮食，还亲自为大家煮
银耳羹。“这些让我深刻感受到，我们
真心为武汉，武汉真心为我们，两地人
民携手共御此难。”刘文涛说。

护理人员是带给患者希望和温暖
的“白衣天使”。作为河南省第八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护理组组长，漯河市中
心医院主任护师赵秋珍在进驻方舱医
院后，第一时间建立了 12个微信群，
进行分组、分工、排班、培训等，使工作
在短时间内有序开展。

在做好专科护理的同时，护理组也
特别注意加强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和人

文关怀。有位老大爷在护理人员的帮
助下减轻了治病期间的心理负担，他向
身边的医疗队队员竖起大拇指说：“河
南的护士，真中！”“这就是我的团队，我
为我的团队感到骄傲！”赵秋珍说。

当好医务人员的战地“守护神”

“你们守护患者，我们守护你们。”
这是河南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郑大一附院感染管理科医师娄昊
的职责与使命。

抗疫期间，娄昊组织了多场次的新
冠肺炎相关防护知识的培训工作；在驻
地积极开展实操训练，保证进舱人员人
人过关，为全体队员及时更新讲解最新
版院感防控流程与注意事项。在进舱
医护人员每日四次交接班时，娄昊都会
随队至方舱医院，全程跟踪、现场督导，
确保每一位队员使用的防护物品达到
要求，指导进舱人员正确规范穿戴防护
用品，并在医护人员出舱时，一对一指
导，保证每个人无暴露脱除防护。

正是有着像娄昊这样的战地“守
护神”的默默付出，河南省第三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实现了全体队员“零感染”
的目标。③9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 14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61次主任会
议在郑州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李文
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张维宁和秘
书长丁巍出席会议，赵素萍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
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指出，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
本遵循，积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准确
把握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重大判断，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坚持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扎实有序推进人大各项工作。
要清醒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放松，抓紧
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不断巩固和
拓展疫情防控成效。要积极发挥人大
作用，强化依法履职，以法治思维、法
治方式促进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卫生健康等重点工作，推动中央和省
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 2019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决定将有关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理。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财政生态环保资金分配和使
用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落实
情况的报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8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审
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决
定将落实情况和有关意见书面报告
常委会会议。

会议研究了关于开展野生动物
保护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清理
的工作方案，关于组织全省各级人大
代表开展“助力乡村振兴，人大代表
在行动”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关于
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
府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
作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实施方案，以
及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
议建议议程。③8

战“疫”中，中原大地上的三
个宝宝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本
报记者曾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
来 ，传 递 温 暖
传递爱。扫码
读“ 你 好 ，宝
贝！”，感受磅
礴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
鲜花赠英雄，掌声庆凯旋。
4月 14日，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隆重举行战“疫”报道
座谈会，迎接集团武汉前
方报道组12名同志凯旋。

座谈会上，这些最美
逆行者与后方青年采编人
员代表分享战“疫”故事，
共话使命担当。“把恐惧变
成勇敢是人生中光彩的一
面。”河南日报记者杨晓东
对医疗队队员的这句话记
忆犹新。“面对生死抉择也
要冲在最前方。”河南日报
记者李凤虎说，40天抗疫
一线的感动让他流的泪比
过去10年的总和还多。河
南日报记者刘晓波说：“再
难也要把医护人员的感人
故事传播出去。”河南日报
记者王铮说：“用摄影的力
量讴歌英雄，此生难忘。”
河南法制报记者王富晓
说：“很多照片都是流着泪

拍出来的。”大河报记者李岩说：“使命所致，
责无旁贷。”河南商报记者侯建勋说：“在一
线就要想尽办法去报道、去现场。”……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刚开始发酵时，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会、编委会就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河南日报成为全国省级党报中
最早关注疫情的新闻媒体之一。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以来，河南报业人勇做逆行者，
用行动和文字传达意志、传导温度、传递信
心，在大事面前再一次充分彰显了主流媒体
的责任与担当。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要
牢记这段历史，大力弘扬战“疫”精神，传承
发扬集团“忠诚、奋斗、创新、争先”的好传
统，砥砺初心使命，进一步强化对党绝对忠
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扬斗争精
神，厚植奋斗基因，让担当者脱颖而出。要
自觉践行“四力”，紧扣时代命题，不断提高
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生命力。要传承发扬集
团薪火相传的好传统，在追求卓越、勇立潮
头中向着“两个现代”奋楫前行。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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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61次主任会议举行

4月14日，支援湖北归来的濮阳16名医疗队队员结束了隔离休养，回家与亲人团聚。⑨3 僧少琴 摄

▶王海明与妻子看着小佑华
开心不已。⑨3 僧少琴 摄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方舱医院的河南医者方舱医院的河南医者 真中！

团聚！

抱抱！

扫二维码
看更多内容

本报讯（记者 王平）4月 14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我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第 51场新闻发布会，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组副组
长、省卫健委副主任张若石通报了我
省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情况。

张若石介绍，4月 13日 0时至 24
时，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和死亡病例，新增出院 1例。
截至4月13日24时，我省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1276例(其中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3例)，累计出院1254例，累计死亡
病例 22例。目前我省无在院治疗病
例，确诊病例全部出院。尚在接受医
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7例(其中本地
报告2例，境外输入报告5例)。③8

零！我省确诊病例全部出院

（上接第一版）截至3月底，全省累计有
组织劳务输出210.76万人，政府累计
组织专车专列5万次，复工包机20班。

干部当红娘“家门口”送岗位

“在家门口的卫材厂上班俩月，比
在南方打工挣得还要多。”长垣市满村
镇的农民胡素霞告诉记者，2月 8日
（正月十五）镇人社所干部与村委会主
任通过大喇叭动员群众去附近的卫材
厂上班。“一天500元的工资，住厂里
每天再加100元补助，从外回来的不
少老乡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在积极做好农民工安全有序返
岗复工的同时，我省还鼓励企业吸纳
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明确重
点企业用工对接服务专员，建立 24
小时企业用工保障应答群，及时接送
老员工返岗，优先推送用工大户企业
岗位需求。紧急为长垣市医疗耗材
企业输送工人近 6000 人，组织 3 个
省辖市及时为三全食品公司输送工
人 5200余人，1个月时间，帮富士康
在厂员工超过 20万人返岗。省内不
少民生保障企业成为农民工就近就

业的选择。

数据牵红线 网上有“春风”

“我们在网络平台上，通过视频
面试方式招聘到了满意的工人，还签
约了几十名留乡的大学生。”河南翔
宇医疗康复设备产业园负责人笑言，
疫情期间愿意来上班的都是“真爱
粉”，忠实度更高。

疫情防控期间，我省暂停举办各
类现场招聘活动，通过网络平台渠道
收集岗位需求信息，并引导职工合理
有序复工返岗。对开展线上招聘服
务的民营职业中介机构，为返乡农民
工介绍服务后实现就业 3个月以上
的，发放300元/人职业介绍补贴。

截至3月 31日，全省各类人才服
务机构网上共征集发布用人单位岗
位需求信息402万个，初步达成用工
意向45.6万人。

同时，我省通过大力支持农民工
返乡创业，以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
展好线上线下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
就业能力，缓解短期就业结构性压
力。③3

归队！
我省千万农民工安全返岗复工


